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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在经过数日的调
整恢复后， 中国男足13日进行了
来到阿联酋沙迦后首堂室外训练
课， 继续备战接下来的世界杯预
选赛12强赛。 面对两连败开局的
困难局面， 国足队长吴曦表示球
队会认真准备比赛， 通过训练去
提高， 尽快解决问题。

今年6月， 中国男足在沙迦
取得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40强赛
3连胜， 顺利晋级12强赛。 此番
故地重游， 中国队将进行为期近
一个月的集训， 并在10月7日进
行与越南队的比赛。 中国队主教
练李铁曾表示， 会在这段时间练

得非常辛苦。 据记者了解， 提升
训练强度 ， 增加球员的体能储
备， 将成为中国队在沙迦集训的
重要任务。

“沙迦现在相比之前40强赛
时没有那么热， 球员们会适应一
些。 李铁指导说了在训练方面会
上量， 我们会认真准备比赛， 尽
快解决问题， 通过训练去提高，
所有队员都会全力以赴 。” 吴曦
说。 当日， 中国队训练在当地时
间晚8点开始， 球场边有微风吹
过， 并不显得闷热。

在9月7日不敌日本队的比赛
中， 中国队主力中后卫张琳芃因

腰部受伤被替换下场。 吴曦表示
张琳芃还没有恢复到100%， 他
的身体状况在未来几天将会更
好。

对于下一场比赛的对手越南
队， 吴曦则表示： “踢越南前我
们要先做好自己， 按照教练组的
要求， 先做好平时的训练。”

沙迦集训期间， 中国队计划
在9月下旬进行3到4场热身赛 ，
通过高水平比赛来保持竞技状
态、 检验球队阵容。 中国队目前
正在积极与有意向的国家队、 俱
乐部球队联系， 以尽快确定比赛
对手和时间。

队长吴曦： 通过训练尽快解决问题

坐落在古城西安市中心的
陕西省体育场有过三张新颜 ，
每一张都有柯兴平的 “独家记
忆”。

1959年10月， 刚建成不到
5年的西北人民体育场迎来从
首届全运会凯旋的女子集体定
点跳伞冠军郭新娥、 梅严、 张
景文， 当时上小学的柯兴平是
向英雄女将献花的代表； 1999
年9月 ， 为迎接第四届全国城
市运动会而翻修的陕西省体育
场举办了盛大的开幕式， 柯兴
平是导演团队成员 ； 2021年9
月， 十四运会开幕在即， 年逾
古稀的柯兴平探访整饬一新的
“省体”， 发出了陕西球迷最熟
悉 的 一 声———“ 中 国 队 ， 加
油！”

全国闻名的 “超白金球
市 ” ， 就是在这片场地创造 。
因为一度成为国足连续多场比
赛不败的 “福地 ”， 也让 “圣
朱雀” 的名号蜚声海内外。 这
里也留下了柯兴平现场解说的
清亮嗓音 ， 吼出了 “西北狼 ”
的威猛霸气， 吼出了球迷的无
怨无悔。

“1995年我还在西安歌舞
剧院工作， 因为同事朋友都知
道我喜欢看球吼两嗓子， 就推
荐我去给把主场放在了陕西的
八一足球队做现场解说员。 我
在做了大量准备之后， 凭着热
情把第一场球平稳说了下来 ，
一晃就坚持到了现在 。” 柯兴
平说。

在随后的解说生涯里， 搞
文艺出身、 音色口才出众的柯
兴平给这项工作融入了不少个
人风格： 把外语带入评述、 创
编顺口溜打油诗、 将陕北民歌
改为助威歌曲， 都是他在球迷
们启发下的创造。 陕西火爆沸
腾的球市， 偶尔会带来难以管
控的局面， 但只要柯兴平的声
音一出来， 再狂热的球迷都能
立刻 “收拾心情 ”。 这般威望
也让他获得了 “镇场之宝” 美
誉， 至今仍是陕西省三大球迷
组织的名誉主席。

多年来， 柯兴平在很多场
合现场解说过上百场足球比
赛， 还解说过中国男子篮球职
业联赛 （CBA） 和乒超联赛 ，
但他记忆最深刻的依旧是在
“省体” 举行的一场比赛。

“2001年4月22日 ， 国足
在世预赛首战打马尔代夫赢了
个10∶1。 那场比赛结束前， 我
难掩激动心情， 对着麦克风喊
‘愿中国队冲击世界杯的经历

从西安起步 、 在沈阳圆梦 ’ ，
后来的发展正如我预料。”

当年见证国足一锤定音确
保晋级世界杯的沈阳老五里河
球场只存在于球迷记忆中， 但
作为梦想起点的陕西省体育场
却走过半个多世纪始终矗立在
那里。 历经中国足球、 陕西体
育的沧桑， 为迎接第十四届全
国运动会， 这座因毗邻唐长安
城主干道朱雀大街而得名 “圣
朱雀” 的体育场自2018年下半
年 “闭关” 整修， 用时近两年
宣告完成。 如今的陕西省体育
场 ， 座位数从5万出头减少到
约4.3万， 是因为加宽了座位和
过道， 为观众创造更好的观赛
体验。

“当时有十几种座位配色
方案拿给我征求意见， 我没怎
么考虑就建议采用红 、 黄色 。
因为陕西是红色体育沃土， 又
是黄土高原与黄河的交汇地 ，
这也与国足球衣色调相匹配。”
柯兴平说， 在去年看台上安装
座位时 ， 他动员球迷到场帮
忙， 结果出人意料地来了上千
人次的球迷志愿者， 亲手为心
爱的赛场 “梳妆打扮”。

十四运会足球 （西安赛
区） 竞委会竞赛组织处副处长
柏科告诉记者， 除了看台座位
的翻新 ， 陕西省体育场对外
观、 跑道草坪、 灯光音响和功
能用房等都进行了更新， 面对
即将开踢的全运会女子足球成
年组比赛， 这里的主场地和副
场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尽管退休多年， 闲不下来
的柯兴平还时常在大型文体活
动中担任导演 、 策划人 。 此
外， 作为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
组委会专家组成员， 他还参与
到十四运会开幕式暖场演出的
节目选定之中。 不过， 能在全
运会上为运动员鼓劲仍是他最
看重的事情， 尤其是在中国女
足铩羽东京奥运会的时间节点
上。

“今年好几支参赛队的实
力很强 ， 女足比赛会很好看 。
我希望女足国家队员能够重整
旗鼓 ， 让观众看到 ‘铿锵玫
瑰’ 的再次绽放。” 柯兴平说，
“承办十四运会是这座老牌球
场的新起点， 希望这里也会成
为女足重新崛起的出发点。”

“到时， 我要把最响亮的
助威声 ， 送给女足姑娘们 。 ”
说到此处， 年逾古稀的他激动
起来。

据新华社

北京时间13日凌晨， 在2021
年美国网球公开赛最后一个比赛
日上， 中国选手张帅和澳大利亚
选手斯托瑟搭档以6∶3/3∶6/6∶3力
克美国本土组合、 赛会11号种子
高芙/麦克纳莉 ， 成功摘得女双
冠军。

经过1小时54分钟的鏖战后，
二人收获了合作以来的第二个大
满贯冠军， 也是搭档后拿到的第
四冠。

张帅32岁， 斯托瑟37岁， 这
是一段关于老将坚守的故事。

“我垂死坚持， 已经近乎于
偏执。 我活在飞云之下。 我就像
是一个天使。” 这是张帅夺冠后
在社交媒体写下的一段话中的几
句。 正是这种超越常人的坚持，
才成就了今天的张帅。

将回忆带回到2016年澳网女
单正赛赛场， 张帅挑战2号种子
罗马尼亚名将哈勒普， 在不被外
界看好的情况下， 张帅直落两盘
以6∶4/6∶3爆冷击败对手， 职业生
涯首次闯进大满贯女单第二轮。

此前8年大满贯单打正赛首
轮未尝胜绩， 连输14次， 但张帅
没有选择放弃， 在27岁那一年，
她终于等到了柳暗花明。

2008年美网， 当时只有19岁
的张帅首次杀入大满贯女单正
赛， 面对前美网女单冠军库兹涅
佐娃， 张帅以4∶6/2∶6败下阵来。
然而这场失利却成了张帅大满贯

单打正赛噩梦的开始。
在此后的8年时间里， 屡屡

杀入正赛的张帅， 始终无法打破
“首轮魔咒”。 连续的失利注定会
消磨取得成功的自信， 张帅的成
绩和排名在一段时间内也曾有明
显的下滑。 但是， 她依旧选择在
自己深爱的球场之上证明自己，
她没有向命运的折磨低头， 这才
有了2016年澳网的突破。

在这其中， 斯托瑟扮演了重
要的角色。

2013年， 张帅和斯托瑟在大
阪公开赛首次合作便打入决赛，
二人给彼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当张帅在球场上并不如意时， 正
是斯托瑟的鼓励和支持给了张帅
继续坚持下去的动力， 二人之间
的情谊早已不再是搭档那般简
单。

2019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
上， 张帅和斯托瑟以6∶3/6∶4挑落
卫冕冠军巴博斯/梅拉德诺维奇
组合 ， 首次携手夺得大满贯冠
军。

在今年的辛辛那提站比赛
上， 张帅和斯托瑟再次携手， 以
7∶5/6∶3击败达布罗夫斯基/斯特
凡 妮 ， 这 也 是 张 帅 与 斯 托 瑟
合 作 以来收获的第三个女双冠
军。

此次美网夺冠， 对于两位已
过而立之年的选手来讲， 这份荣
誉显得弥足珍贵。 它所承载的不

仅是竞技体育的胜利， 更多的也
是张帅和斯托瑟之间的这份友谊
和信任。

这是张帅职业生涯大满贯女
双的第二冠、 双打第十冠， 她也
成为首位在美网成人组赛场折桂
的中国大陆选手。 随着她补上这
最后一块拼图， 四大满贯都有中
国大陆金花捧杯。

颁奖仪式上， 二人共同亲吻
着奖杯。 在平复了心情之后， 张
帅向并肩战斗的好友送上了一段
温暖的发言。

“我们是好朋友 ， 永远都
是。 我们在场上一起奋斗， 无论
输赢都没关系。 今天我们赢了，
有时候也会输球， 可我们总是打
得很开心。 我们会一起参加更多
的比赛。 我们不会每站都打， 我
们会努力保持健康， 这样可以打
得更久。”

32岁的张帅依旧在坚持着 ，
2021赛季 ， 面对尚未褪去的疫
情， 张帅顶着巨大的压力参赛，
正是这份执着换来了美网登顶。

“说起几周前我还是一胜难
求， 萨姆总是能够鼓励我， 帮助
我， 在我的生活和职业生涯当中
都是如此。 很高兴我们拿到了这
个冠军。”

两年前的澳网， 两年后的美
网， 这个老将坚守的故事依旧在
延续。

(刘星晨)

张帅与斯托瑟，既是搭档更是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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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朱雀”吼出全运会足球最强音


